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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刺草皂甙
巨头刺草
皂甙 D 对人肝癌 Hep 3b 细胞的抑制作用
谢淑雯，王燕妮，罗慧燕，卢子滨，余林中，刘俊珊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 探讨巨头刺草皂甙 D（GD）对人原发性肝癌 Hep 3b 细胞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 MTT 法及细胞克隆
法检测 GD 对肝癌细胞 Hep 3b 的抑制作用；
运用光学显微镜和 Hoechst 荧光染色观察细胞形态的变化和凋亡现象；
应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的变化以及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
运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内Bcl-2、
PARP蛋白及MAPK通路关键蛋白
的变化。结果 GD 具有较强的抗肝癌细胞 Hep 3b 作用，并且其抑制作用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在 72 h 处的半数抑制浓度
随着 GD 浓度增加，
Hep 3b 细胞出现 sub-G1 凋亡峰，
凋亡率从 3.3%增加到 33.6%。但
IC50=16.08 µmol·L-1。细胞周期分析表明，
细胞周期无明显改变。Hoechst 荧光染色及流式细胞术分析发现 GD 作用 Hep 3b 细胞后，
细胞核能发出明显的蓝色荧光点，
并
降低该细胞线粒体膜电位。通过 Western Blotting 发现，GD 作用 Hep 3b 细胞后，Bcl-2 蛋白表达减少，凋亡标志分子 PARP 活
化。MAPK通路蛋白Erk磷酸化形式表达下降，
p38和JNK磷酸化形式表达增加。结论 GD可通过诱导肝癌细胞凋亡发挥抗肝
癌活性，
该作用可能与MAPK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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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effect of giganteaside D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 3b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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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giganteaside D (GD)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ts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GD on Hep 3b cells were determined using MTT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p 3b cells after GD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he cell cycle
changes was analyzed using flow cytometry. The cell apoptosis and mitochondrial potential collapse in the treated cells were
tested with Hoechst staining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cl-2, PARP and key proteins in MAPK
pathway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GD showe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Hep 3b cells with an IC50
value of 16.08 µmol/L at 72 h.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hases of cell cycle remained unchanged and a
sub-G1 peak (from 3.3% to 33.6%) appeared as GD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GD-induced apoptosis was further conformed by
Hoechst staining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showed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potential collapse in the cells. Western blotting
demonstrated the cleavage of PARP, decrease of Bcl-2 and p-Erk1/2 (Thr202/Tyr204), and activation of p-p38 (Thr180/Tyr182)
and p-JNK (Thr183/Tyr185) in GD-treated cells. Conclusions GD has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agains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by inducing apoptosis possibl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Keywords: giganteaside 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poptosis; M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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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历史。其性味辛、
苦，
微寒，
具有清热解毒、
消痈排
［1-2］
脓、
祛瘀止痛之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黄花败
酱草乙醇提取部位可抑制结肠癌血管新生，
阻滞细胞周
期，
并可通过 STAT3 信号通路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凋亡［3-5］，
但其具体的抗肿瘤成分及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我们前期经MTT法筛选黄花败酱草抗肿瘤活性成分研
究发现，
黄花败酱草中的五环三萜皂苷巨头刺草皂甙D
（GD）具有较好的抗原发性肝癌 Hep 3b 细胞的活性。
因此，
我们拟在前期实验的基础上，
对 GD 抗肝癌细胞
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
并对其抗肝癌的作用机制进行初
步探索，
以期为阐明黄花败酱草抗肿瘤的活性成分及其
抗肿瘤的作用机制奠定初步的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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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株
人原发性肝癌细胞Hep 3b购于美国ATCC。
1.2 药物及试剂
GD 由本实验室分离得到，
经 HPLC 检测其纯度高
于 98%。RPMI 1640、
胎牛血清（FBS）、
胰蛋白酶和青链霉素购于 Gibco 公司；Bcl-2、PARP 抗体购于 Santa
Cruz 公 司 ；MAPK 通 路 试 剂 盒 、β-actin 和 羊 抗 兔
IgG-HRP 购于 Cell Signaling 公司；JC-1 和 化 学 发 光
检 测 系 统 电 化 学 发 光 反 应 液购于Invitrogen公司；
四甲基偶氮唑盐（MTT）、
二甲基亚砜（DMSO）、
碘化吡
啶（PI）、
核糖核酸酶 A（RNAase A）和 Hoechst 33258 及
其它试剂均购于美国Sigma公司。
1.3 细胞培养
细胞接种于盛有适量 RPMI 1640 培养液（含 10%
FBS和1%青-链霉素溶液）的培养瓶中，
在37 ℃、
5%（v/v）
CO2 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于对数生长期进行传代或
实验。
1.4 肿瘤细胞体外增殖抑制试验［6］
取 1×106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配
成细胞悬液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中，
每孔加 100 μL。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加药。空白对
照组换入新鲜培养液，
实验组换入不同浓度的加药培养
液，
每组设8个平行孔。再将细胞置于培养箱中继续培
养。72 h后弃去培养液，
每孔加30 μL MTT（5 mg/mL），
然后放入培养箱作用4 h，
再弃去MTT，
每孔加入100 μL
DMSO，
轻拍板缘使其将反应产物充分溶解。用酶标仪
在 570 nm 波长处测量各孔的吸光度（Oplical Density,
OD）值，
再代入以下公式计算Hep 3b的生长抑制率。
生长抑制率%=（1-实验组平均 A 值/对照组平均 A
值）×100%
1.5 细胞形态学变化观察
取 1×106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配成
细胞悬液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中，每孔加 100 μL。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加药。空白对
照组换入新鲜培养液，
实验组换入不同浓度的加药培养
液，
每组设8个平行孔。再将细胞置于培养箱中继续培
养。72 h 后弃去培养液，
用适量 PBS 洗 2 次，
在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情况。
1.6 细胞克隆实验［7］
取 1.8×103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接种于 6 孔培养板中，
每孔再加 3 mL 新鲜培养液。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换入含不同浓
度的药物的培养液，继续培养 24 h。然后吸去原培养
液，
用PBS洗细胞2次，
再加入适量新鲜培养液，
置于培
养箱中继续培养。10 d后用倒置IX51显微镜计数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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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团落数。
1.7 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DNA含量［6］
取 1.8×106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接种于 6 孔培养板中，
每孔再加 3 mL 新鲜培养液。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换入含不同浓
度药物的培养液，
继续培养72 h。然后弃去培养液，
收集
细胞，
PBS洗细胞2次，
再于每个样品中分别加入 10 μL
PI、
50 μL RNase A 和 400 μL PBS 进行染色。37 ℃、
避
光条件下作用 30 min 后，用 Epics XL 型流式细胞仪
（Beckman Coulter）在 Ex=488 nm、Em=620 nm 条件下
测定细胞DNA含量。
1.8 Hoechst 33258染色观察［8］
取 1.8×106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接种于 6 孔培养板中，
每孔再加 3 mL 新鲜培养液。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换入含不同浓
度的药物的培养液，继续培养 72 h。然后吸去原培养
液，
用PBS洗细胞2次，
再在每孔加入1 mL PBS后分别
加入1 μL Hoechst 33258染色剂（终浓度为10 μg/mL）。
30 min 后，
用 PBS 清洗 2 次，
用荧光显微镜在激发波长
360 nm、
发射波长 450 nm 条件下观察细胞状态并随机
拍照。
［9］
1.9 JC-1染色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ΔΨｍ）
取 1.8×106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接种于 6 孔培养板中，
每孔再加 3 mL 新鲜培养液。在
37 ℃、
5%（v/v）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换入含不同浓
度药物的培养液，
继续培养72 h。然后弃去培养液，
收集
细胞，
PBS洗细胞2次，
再于每个样品中分别加入 0.5 μL
终浓度为10 μmol/mL的JC-1和500 μL PBS进行染色。
37 ℃下孵育 30 min 后，用流式细胞仪在 Ex=488 nm，
Em=525、
575 nm条件下测定平均荧光强度。
1.10 Western blot免疫印迹法［6］
取 2×106 个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 Hep 3b 接
种于100 mm培养皿中，
在37 ℃、
5%（v/v）CO2培养箱中
培养24 h后换入含不同浓度药物的培养液，
作用72 h后
收集各皿细胞，
于冰上裂解细胞，
提取总蛋白，
用考马斯
兰试剂法测定蛋白浓度。经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后将凝胶上的蛋白转至PVDF膜。然后室温下在含5%
脱脂奶粉的 TBS-T 中封闭 1 h。TBS-T 洗膜后加 5%脱
脂奶粉稀释的一抗（1∶1000）室温下孵育1 h。洗膜后加
入 5%脱脂奶粉稀释的 HRP 标记的相应二抗（1∶1000）
室温下孵育1 h。用ECL化学发光试剂显色，
于暗室中
进行曝光、
显影、
定影。拍片后 TBS-T 洗膜，
再加入 5%
脱脂奶粉稀释的β-actin（1∶1000），
室温下孵育1 h，
孵育
二抗、
显影拍片操作同上。
1.11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Graphpad

http://www.j-smu.com

Prism 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Post Hoc 比较和 Tukey 检验法进
行统计学分析，
P<0.05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GD对原发性肝癌细胞Hep 3b的细胞毒性
通过比较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吸光度值和生长
抑制率（图 1A），
发现 GD 对 Hep 3b 具有较强的细胞毒
性，
且呈现剂量依赖性，
浓度越高，
药物对 Hep 3b 的抑
制作用越强，
其中半数抑制浓度IC50=16.08 µmol·L-1。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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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D抗肿瘤活性评价
Fig.1 Inhibitory effect of GD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A: Cytotoxicity of GD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in Hep
3b cells for 72 h; B: Clone formation of Hep 3b cells after GD treatment; C: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p 3b cells after GD
treatment for 72 h.

2.2 GD对Hep 3b长期增殖的影响
细胞克隆实验显示，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
细胞团
落数逐渐减少（图 1B），
表明 GD 对 Hep 3b 的长期增殖
有抑制作用。
2.3 GD对Hep 3b细胞形态学的影响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可见，
对照组 Hep 3b 细胞形态
正常，
呈梭形，
饱满，
折光率强；
低浓度组的细胞变为长
条状，
少数变圆；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
越来越多细胞呈
圆形，
折光率降低；
最高浓度组几乎无活细胞，
培养液中
漂浮大量细胞碎片（图1C）。
2.4 GD对Hep 3b的细胞周期的影响
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 DNA 含量结果显示，
GD 作
用 72 h 后，
细胞周期无明显改变，
但是随着药物浓度增
加，
阻滞作用时间延长，
细胞凋亡率增加，
呈现一定的时
间和剂量依赖性（图2A）。
2.5 GD诱导Hep 3b凋亡细胞形态学的变化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Hoechst 33258 染色后的细胞，

对照组细胞显均匀的淡蓝色，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
细
胞逐渐变小变圆，
细胞核内显现强荧光颗粒物质，
药物
浓度越高，
强荧光颗粒物质越多（图2B）。
2.6 GD对Hep 3b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
JC-1染色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结果表明，
GD可降
低 Hep3b 线粒体膜电位，
且呈显著的剂量依赖关系（图
2C），
提示 GD 可能经由线粒体信号通路诱导肝癌细胞
凋亡。
2.7 GD对Hep 3b凋亡蛋白PARP及线粒体通路相关蛋
白Bcl-2的影响
通过 Western blot 免疫印迹法检测发现，GD 作用
Hep 3b 72 h后，
与凋亡相关的调控因子PARP的活化形
式增加，
非活化形式减少；
线粒体通路相关蛋白Bcl-2表
达减少（图2D）。
2.8 GD对MAPK通路关键蛋白的影响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GD 作用 Hep 3b 72 h
后，
MAPK通路关键蛋白Erk磷酸化形式表达减少，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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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D诱导Hep 3b细胞凋亡
Fig.2 GD-induced apoptosis in Hep 3b cells. A: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DNA content in Hep 3b cells after GD treatment
for 72 h; B: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p 3b cells induced by GD (Hoechst33258 staining, original magnification: ×400); C:
Changes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in Hep 3b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D; D: Expression
levels of PARP and Bcl-2 in Hep 3b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D for 72 h.

和 JNK 磷酸化形式表达增加，
提示 MAPK 通路可能参
与了GD诱导的凋亡作用（图3）。
3 讨论
原发性肝癌在常见癌症死因中位列第二，
严重影响
人类生命健康，
而我国的原发性肝癌病例就达到全世界
肝癌总病例的 50%以上［10-11］，
故防治肝癌刻不容缓。目
前，
肝癌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化学药物治疗、
放射治疗、
［12-15］
外科手术等 。其中，
化学药物治疗占有重要的地位，
发展最快。但目前的化学抗癌药物均存在极大的毒副
作用，
因此从天然药物（中药）中发现高效低毒的化学成
分是抗肝癌药物研究的热点［11, 13, 15-17］。

黄花败酱草为败酱科败酱属植物黄花败酱的干燥
全草，
临床使用发现该中药具有较好的抗肿瘤作用。现
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黄花败酱草的乙醇提取物可抑制结
［3-5, 18］
肠癌
。但其具体的抗肿瘤成分及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我们前期初步研究发现，
黄花败酱草中的五环三萜
皂苷GD具有较好的抗肝癌细胞Hep 3b的活性。因此，
我们对GD的抗原发性肝癌的机制进行初步探索。
MTT实验和细胞克隆实验表明，
GD不仅具有较强
的细胞毒性，
并且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长期增殖，
提示
GD 具有良好的抗肝癌细胞 Hep 3b 活性。进一步的细
胞形态学观察发现GD作用细胞72 h后，
Hep 3b变得瘦
长，
部分变圆，
折光率下降，
有细胞碎片漂浮在培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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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浓度GD作用Hep 3b细胞72 h后对MAPK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影响
Fig.3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key proteins of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Hep 3b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iganteaside D for 72 h.

中。随着浓度增高，
大部分细胞变圆，
贴壁能力减弱，
漂
浮于培养液中。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GD 对 Hep
3b的抑制作用。
我们通过流式细胞术测定GD 作用 Hep 3b 细胞后
DNA 含量的变化。结果发现 GD 对细胞周期无明显影
响。但有研究发现，
黄花败酱草的乙醇提取物可以阻滞
结肠癌细胞于 G1/S 期［3］，
我们推测，
这可能与细胞种类
以及提取物中的化合物种类密切相关。但细胞周期结
果证明，
随着 GD 浓度提高，
sub G1 期的 Hep 3b 细胞明
显增加，
提示凋亡的发生。因此，
我们进一步用Hoechst
33258染色法观察细胞的形态学变化。结果发现GD作
用后的Hep 3b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观察到特异性的
蓝色亮点，
证明GD可诱导肝癌细胞Hep 3b凋亡。
线粒体在细胞凋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线粒体膜
电位下降是线粒体膜结构与功能开始出现不可逆改变
的早期征兆，
可作为凋亡的特征性标志。随着线粒体膜
电位的下降，
线粒体将释放细胞色素c，
激活Caspase，
最
［19］
终导致细胞凋亡 。JC-1 染色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结
果表明GD可降低Hep 3b线粒体膜电位，
提示GD诱导
Hep 3b 凋亡可能与线粒体功能变化有关。PARP 是死
亡受体家族的一种调控因子，与基因完整性监护和
DNA 修复有关。PARP 的功能失常导致受 PARP 负调
控影响的Ca2+/Mg2+依赖性核酸内切酶的活性增高，
裂解
核小体间的 DNA，
引起细胞凋亡。Bcl-2 属于 Bcl-2 家
族，为参与线粒体凋亡通路的关键蛋白［20］。Western
blotting 检测 PARP 及 Bcl-2 的变化，
结果发现 GD 作用
后，
活化的 PARP 表达增加而非活化型表达减少，
Bcl-2
表达减少，
表明 GD 可能作用于 Bcl-2 及凋亡调控因子
进而诱导Hep 3b凋亡。
研究表明某些信号通路调控肝癌细胞的生长、
分

化、
转移等，
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其中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的异常活化与肝癌
密切相关［14,21-24］。MAPK 通路是参与肿瘤死亡、
分化及
增殖的重要信号通路，
主要由 Erk，
p38，
JNK 组成［25-27］。
通过级联反应，
MAPK通路将细胞外的刺激传导至细胞
内，
磷酸化的MAPK激活细胞内的转录因子，
转录和表
达目的基因，
从而调控肿瘤细胞的生命过程。其中，
Erk
信号通路由生长因子激活，
对肝癌细胞的增殖、
转移及肿
瘤血管形成发挥促进作用，
Erk活化可抑制细胞凋亡；
而
［20, 28-29］
激活 p38 与 JNK 信号通路则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
我们研究发现，
GD 作用肝癌细胞 Hep 3b 后，
能够减少
Erk磷酸化形式的表达并增加 p38 和 JNK 磷酸化水平。
该结果提示 MAPK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 GD 诱导的
凋亡。
综上所述，
我们的实验初步证明GD具有良好的抗
肝癌细胞 Hep 3b 活性，
其抗肝癌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
过MAPK通路，
损伤线粒体，
降低Bcl-2水平，
进而激活
Caspase，
切割PARP，
诱导肝癌细胞Hep 3b凋亡。但是
GD是否具有体内抗肝癌活性及其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
具体信号通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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